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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安徽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模拟卷（一）参考答案及解析

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文段讲传统文化由于同当今时代环境存在着一定差异，以一种保守僵硬的面貌摆在博

物馆和故纸堆里，说明传统文化被人同生产实践和实际生活隔离开，专门放到一边收藏。“束之高阁”

指把东西捆起来后放到高高的架子上，比喻放着不用，最符合文段语境。故本题选 B。

2.【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愿景”指所向往的前景，不符合文意，排除 A 项；D 项“理念”语义

较轻，排除。再看第二空，“刻印”有牢记的意思，“镌刻”指雕刻，后者不符合语境，排除 C 项。验

证第一空，“夙愿”指一向怀有的愿望，符合文意。故本题选 B。

3.【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从第二空入手，“考虑”偏于口语化，先排除 B 项；“关注”不宜和中心语“现实课

题”搭配，再排除 C 项。再看第一空，“纷至沓来”形容接连不断地到来，“五花八门”比喻变化多端

或花样繁多，根据前文“中断”一词，可知此处强调信息不断到来，并不是强调信息的繁多，排除 D

项。故本题选 A。

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确保”指切实保证，已涵盖“充分”的含义，“发挥”无法同“公益

性”和“不可复制性”搭配，排除 A、D项。再看第二空，“准绳”和“圭臬”都能引申为准则、标准

的含义，“圭臬”更强调不可动摇的强制性，符合下文“不出半点闪失、不能埋下隐患”对原则性的强

调，排除 B 项。故本题选 C。

5.【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文段讲官员回乡，“贬谪”指官吏降职并调往远方就任，不能回乡，排

除 A 项。再看第二空，文段讲历史中回乡的官员一直保证着地方治理和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提供”

与“输送”只体现了一种状态，未体现延续性；“保持”与“漫漫历史”“绵延相续”相呼应，更能体

现这种状态的延续性。故本题选 C。

6.【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文段讲科技创新是“一种向未知领域探索的活动”，因此就会存在“风

险与变数”，“亲密无间”（形容十分亲密，没有任何隔阂）和“若即若离”（形容保持一定距离）均

无法形容创新过程中伴随着风险和变数，排除 B、C 项。再看第二空，“常态”指平常的、正常的状态，

“特性”指某事物所特有的性质，“失败的概率高于成功的概率”不能概括为一种“性质”，应为一种

现实所表现出的状态，则排除 D 项，锁定 A 项。故本题选 A。

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先看第二空，文段讲国产动画电影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多“停留在表面”，即没

有深入地学习、研究、转化，“浮光掠影”主要形容留下的印象不深刻，“囫囵吞枣”比喻对事物不加

分析思考，无法表现停留在“浅层”的意味，均不符合题意，排除 C、D 项。再看第一空，“操之过急”

指做事情、处理问题过于急躁，“急功近利”指急于求成，贪图眼前的成效和利益，后者更符合“资本

在商业上”的运作特性，排除 A 项。故本题选 B。

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根据后文“挖苦贬低”可知横线处词语的语气较重，A 项“漠视”（冷

漠地看待）和 B 项“歧视”程度较轻，均排除。再看第三空，“毁谤”指以言语相攻击或嘲讽丑化，文

段的论述背景是文艺创作，“毁谤”不符合语境，排除 C 项。验证 D 项，“鄙弃”指轻视、因厌恶而嫌

弃，符合文意；“颠覆历史”“丑化人物”均搭配恰当。故本题选 D。

9.【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先看第二空，此处的宾语是“名声”，而“破坏”与“毁坏”通常搭配具体事物，排

除 A、D 项。再看第一空，“鱼龙混杂”形容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滥竽充数”比喻没有真正的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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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在行家里面充数，次货冒充好货，横线处需填入的成语意思与“良莠不齐”（指好人坏人都有，混杂

在一起）近似，显然，“鱼龙混杂”更贴切，排除 C 项。验证第三空，“亵渎尊严”搭配恰当。故本题

选 B。

10.【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消弭”指消除某些不好的事情，文中的“影响”并非就是不好的事情；

“停止”多用于修饰具体的事件，不用于修饰“影响”，排除 A、D 项。再看第三空，“缅怀”通常搭

配已往的人或事，不搭配“历史”，排除 C 项。故本题选 B。

1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横线处所填入语句应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前文讲“用笔技巧是书法创作的核心”，后

文讲榜书作品要达到最高境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挫万仞于笔端，合情调于纸上”，再结合“一笔之

法，妙在起止，起止得宜，则画无不美”“它是书家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在起笔、收笔、转

笔、掠笔、点线波变中的体现”等语句，可知横线前后讲的均是榜书的笔法，且后文强调“笔势”，则

B项填入横线处最恰当。故本题选 B。

12.【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横线前的关联词是“因此”，由此可知横线处内容是对前面内容的概括总结。前文内

容是“生活不是翱翔在高空，俯瞰城市的高楼林立，而是脚踏实地、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四个选

项只有 C 项出现“不仅……还……”的递进关联词，正好呼应前文内容“不是……而是……”，是对两

个方面内容的论述；同时，“总体布局”对应“俯瞰城市的高楼林立”，“城市街区是否宜人步行”对

应“脚踏实地、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最能保持文段论述内容的一致性。故本题选 C。

1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通读 6 个语句，可确定⑥和④的顺序，正因为⑥“道德度量之难，常使人望而却步”

所以才④“在合理成本上度量个人道德品质，对于治理理论的构建及其应用，具有极重要之意义”，则

④应紧跟⑥之后，排除 A、B、D 项。验证 C 项，符合语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C。

14.【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通读 6个语句，②“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和③“也是世界海洋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

二者均提及壮举，则②③绑定，排除 A、C 项。另外可以确定⑥和⑤的顺序，⑥“亦”应紧跟⑤“不仅”

之后，排除 D 项。验证 B 项，符合语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B。

15.【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通读 6 个语句，其中②“清朝入关”、③“乾隆年间”、④“抗日战争”、⑥“改革

开放”，按时间顺序排列为②③④⑥，排除 A项。再分析其他语句，⑤“物议纷然，评价不一”引出后

续论述，应为首句，排除 C 项；①为对②③④⑥的总结归纳，应为末句，排除 D 项。验证 B项，符合语

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B。

16.【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横线居首，内容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后文讲《最强大脑》历经四季，口碑愈佳，其

重要的原因是节目本身所向观众传递出引人共鸣的人文情怀，强调综艺节目给观众传递正能量，即承担

起社会责任，D 项最符合文意。A 项“界限正在消失”和 C 项“面临着更大挑战”无从体现；B 项“娱

乐性”不是文段强调的重点。故本题选 D。

17.【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A项错误，文段首句说的是“拥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但末句指出了“用于其他生

存功能的资源可能就变少”，因此明显的性别差异提高的只是繁殖成功率，不一定有助于生存，即不一

定有助于物种不断繁衍。B 项正确，从文段首句可知。C 项正确，从“介形虫是小型甲壳类动物，其不

同种的‘两性异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可知。D项正确，从文段末句可知。故本题选 A。

1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文段讲董其昌虽然提倡“南北宗”理论，但却没有放弃过青绿山水，更擅长“没骨山

水”。但“没骨山水”到底是董其昌“仿张僧繇”“仿杨昇”所创作，还是他本人的原创，还存在争议。

显然，D 项概括准确。A 项“‘南北宗’理论”不是文段论述重点；B项“历史上并不存在”表述有误，

文段仅说明他们画没骨山水这件事很可能是董其昌编造的；C项仅是部分学者的观点。故本题选 D。

19.【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时代气质”只是用来引入“个人气质”这个主题的，不是文段主要的论述对象，先

排除 A 项。文段的中心句是第二句，即“气质体现在谈吐和举止上，更体现在内心的优雅和良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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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B 项表述最恰当。C项“人的气度和品质”文段没有深入分析，不符合题意。D项“不以善小而不为”

仅仅从事例出发，不是文段重点，再排除。故本题选 B。

20.【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文段以杜甫为例，强调诗歌的载道和言志的性质并不冲突，且优秀的载道是一种情怀，

反过来能丰富拓展言志的内容，对作者的要求也更高。因此，文段突出“载道”，意在说明诗歌载道的

性质在当今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C 项表述正确。A 项“化妆术”和 B 项“杜甫的正大典型”均是为

了突出载道的意义和价值。D项偏离文段关于“载道”与“言志”的论述话题。故本题选 C。

2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文段主要讲消费者在使用搜索引擎搜索公立医院时会出现民营医院，原因如下：一是

关键词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上都有出现，二是搜索引擎的延伸服务会提供相似事物，三是公立医院广

告少、民营医院广告多。这种搜索引擎用于医疗搜索容易引起误会。由此可见，作者认为搜索引擎提供

相似事物的服务不适用于医疗类的搜索，B 项正确。A 项论述主体不对。C 项“搜索引擎应该增加公立

医院广告”和 D 项“技术层面的内在属性”文段无从体现。故本题选 B。

22.【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文段讲网上销售假药形式多样、隐蔽性也很强，给监管增加难度，但是“魔高一尺，

就应道高一丈”，网络监管部门和电商平台应做好监管工作，这样对网上销售假药的查处就不会那么困

难。显然，文段强调“道高一丈”的做法，D 项最恰当。A 项“力度不够”是文段的背景，而非文段的

主旨；B 项“技术手段”只是监管工作的一部分；C 项“过度依赖于消费者的举报”文段无从体现。故

本题选 D。

2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文段首先介绍“假沸”现象是没煮熟的豆浆呈现出沸腾状的现象，而现实中，一些“场

面人”在工作和行动上只动嘴、不实干也是一种“假沸”，因此文段主要是用“假沸”讽喻所谓“场面

人”的作风，C项正确。A、B 项错误，文段描述“假沸”的产生原理和表现形式是为了引出“场面人”

的本质，其本身非文段论述重点。D项错误，“不良影响”表意不明。故本题选 C。

24.【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文段为总—分结构，首句即主旨句，讲让孩子多睡一会出发点是好的，但也要考虑一

个最适当的操作方式，譬如可以采取“让学生早睡一点”“课业减负”等方式，如此才能获得成效，A

项正确。B项错误，“不如让学生早睡”仅为“尝试别的办法”的例子，而非强调的内容。C 项错误，

文段并没有提到“关键所在”。D项错误，“学生问题”表意含糊，偏离文段论述主体。故本题选 A。

25.【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作者在文段中以“青春期特有的狂野特质”形容网络技术“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好”

的一面，A 项“朝气蓬勃”含褒义，不符合作者意图倾向，首先排除 A 项。再根据就近原则，从“容易

迷失方向”“沦为一些利益集团的附庸”可知网络技术缺少法规政策约束的趋利乱象，B项概括正确。

C项的“高度垄断的野心”只是网络技术在目前阶段的自身优势体现，D 项对消费者和商业环境产生的

冲击影响属于网络技术未经有效约束的不良后果，均与划线内容无关，排除。故本题选 B。

26.【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3 个字符的顺序共有 3
3A =6 种，一共有 4 次输入机会，则李某登录 12306 网站成功的

概率是
6
4
=
3
2
。故本题选 C。

27.【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已知甲每天看 30 页，可在第 10 天看完，则这本书的页数大于 30×9=270 页，小于等

于 30×10=300 页。页数既是 5的倍数又是 7 的倍数，即页数为 35 的倍数，270～300 之间为 35 的倍数

的数字只有 280，因此这本书有 280 页。设甲将在第 x 天看完这本书，则有
2

xx1010 ）（ 
≥280，解得 x

≥7，即在第 7 天可以看完这本书。故本题选 A。

28.【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题意可得，该运沙车满载 15 方沙子从甲地到乙地耗油量为 80÷200×20=8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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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载耗油量为 0.1×20=2 升，则一个来回耗油量为 8+2=10 升，加满油后能跑 80÷10=8 个来回，即最多

能运输 8×15=120 方沙子。故本题选 C。

29.【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设共 x 人组团，根据题意可列方程：4500x×（1-
10
x
）＞［3900-400（x-1）］x，化

简得 4500x-450x2＞4300x-400x2，即 200x＞50x2，解得 x＜4。x 为整数，因此 x 最大取值为 3，则要使

选择 B 旅行社比较省钱，甲最多与 2 人组团。故本题选 A。

30.【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先考虑情侣，从一排的 5个座位中选 2 个座位且完全相邻，有 4种情况（12，23，34，

45）。选出相邻座位后再让 2 人依次入坐，共有 4× 2
2A =8 种情况。再考虑其他 3 人，从另一排的 5 个

座位中选 3个座位且均不相邻，只有 1 种情况（135）。选出座位后再让 3 人依次入坐，共有 1× 3
3A =6

种。两排座位选择有 2 种情况，因此题干所求为 8×6×2=96 种。故本题选 B。

3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设 A、B 两地之间的距离为 8，乙的速度为 1，则甲和公交车的速度分别为 2 和 10。

当乙走了全程的
8
3
时，所用的时间为（8×

8
3
）÷1=3，此时甲经过的路程为 3×2=6，剩余的路程为 2。

因此要到达 B 地甲还需要的时间为 2÷2=1，乙还需要的时间为 8×（1-
8
3
）÷10=0.5，即乙先到达 B

地。故本题选 B。

32.【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设红灯笼进价为 100 元，售价为（100+x）元，第一批数量为 5个，第二批为 7 个，

则可列方程 5×（100+x）=7×100，解得 x=40。因此第一批灯笼的利润率为
5100
540



×100%=40%。故本

题选 C。

3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设甲、乙的效率分别为 x、y，则工作总量为 6（x+y）。甲的效率提高一倍，甲、乙

合作 2 天后，乙仍需 5 天才能完成工作，即 2×（2x+y）+5y=6×（x+y），解得 y=2x。甲的效率不变乙

的效率降低一半，则每天的工作量为 x+
2
1
y=2x，工作总量为 6×（x+2x）=18x，题干所求为 18x÷2x=9

天能完成该项工程。故本题选 C。

3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原来一人一机一分钟可整理 5+30=35 件，现货流量加大，平均每分钟需整理的货物是

原来的 3 倍，即 35×3=105 件。要使工作时间不延长，即每分钟的工作量都要按时完成。一位分拣员每

分钟可整理 5 件，剩下 105-5=100 件需要分拣机器人整理，每个机器人每分钟可整理 30 件，则需要 100

÷30≈3.3≈4 个机器人。因此至少需增加 4-1=3 个分拣机器人。故本题选 C。

35.【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医护人员于 12 点整坐乙船出发，半小时后与甲船相遇，则相遇时乙船行驶的距离为

70×0.5=35 千米，乙船返回 A景区所花时间为 35 分钟，则乙船的逆水速度为 35÷
60
35

=60 千米/小时，

因此水速为（70-60）÷2=5 千米/小时。甲船从出发到与乙船相遇经过了 3.5 个小时，行驶距离为

105-35=70 千米，则甲船的逆水速度为 70÷3.5=20 千米/小时，船速为 20+5=25 千米/小时。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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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食品系女生占食品系总人数的
23

2


=
5
2
，生物系女生占生物系总人数的

35
3


=
8
3
，利

用十字交叉法，如下所示：

则食品系总人数与生物系总人数之比为 1.5%:1%=3:2。故本题选 B。

3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如下图所示：

作 AD⊥MN 于点 D，在 Rt△ADP 中，∠QPN=30°，AP=160 米，则 AD=80 米。根据题意可知，该学校

受噪声影响的范围是以点 A为圆心、半径为 100 米的圆。圆 A交 MN 于点 E、F，连结 AE、AF，则 AE=AF=100

米。根据勾股定理和垂径定理可知，ED=FD=60 米，则 EF=120 米。因此学校受噪声影响的时间为 120÷

（18000÷3600）=24 秒。故本题选 B。

3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根据题意可知，小明 6 岁时，小刚年龄为 6÷2=3 岁，小明 12 岁时，小红年龄为 12

÷4=3 岁，此时小刚年龄为 3+6=9 岁。因此，小刚比小红大 9-3=6 岁，则小刚 12 岁时，年龄正好是小

红的 2 倍。故本题选 D。

39.【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方法一：正常情况下，分针转速为 6度/分钟，实际上，分针 10 分钟只走了 6×8=48

度，即转速变为 48÷10=4.8 度/分钟。当分针第一次从数字 12 转到数字 6 时，转动的角度为 180 度，

花费的时间为 180÷4.8=37.5 分钟。故本题选 B。

方法二：设该钟分针实际第一次从数字 12 转到数字 6 时花了 x 分钟。正常情况下分针第一次从数

字 12 转到数字 6，需花费 30 分钟，根据比例思维，
10
8
=

x
30

，解得 x=37.5。故本题选 B。

40.【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设水池蓄水量为 12，则甲、乙水管注水的效率分别为 3 和 4，丙水管的排水效率为 6。

同时打开甲、乙两水管，1小时后，进水量为（3+4）×1=7，还需要的进水量为 5。则还需要的时间为

5÷（3+4-6）=5，即将水池注满还需要 5 小时。故本题选 B。

41.【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C项说法错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故本题选 C。

42.【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均提到了“金丝软猬甲”，《射雕英雄传》

比《神雕侠侣》更早出版。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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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①武昌起义是指 1911 年 10 月 10 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

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②南昌起义是指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

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③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

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国人民革命史

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④广州起义是指 1927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

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综上，②③④均符合题意。故本题选 D。

44.【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民法总则》第 110 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

B项说法错误，A、C、D 三项说法均正确。故本题选 B。

45.【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举重时运动员为了防止打滑，常常在手上涂抹碳酸镁，A项错误；根据《篮球规则》

（国际篮球联合会制定）的规定，一场篮球赛每个运动员最多允许犯规 5 次，B 项正确；兵乓球虽然被

中国称为国球，但起源于英国，C 项错误；“角球”是足球比赛中死球后重新开始比赛的一种方法，是

指从“角球区”踢出的球，D项错误。故本题选 B。

46.【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难度较大，中央银行对人

民币现金管理的难度将会加大。同时，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可能会导致一些非法活动频发，如走私、

赌博、贩毒等。伴随这些非法活动出现的不正常的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一方面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

稳定，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工作的困难。故本题选 C。

4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A 项正确，暖气能有效降低室内空气湿度，同时可提高室内温度防止水汽凝结，使衣

物无法吸收水分，不易发霉。B 项错误，潮湿的天气中室外空气湿度高于室内，打开门窗通风透气，会

使室内空气更加潮湿，使得衣物更易发霉。C 项正确，空调抽湿也叫除湿，就是空调在制冷的同时还能

将空气中多余的水分吸入空调将其冷凝，保证室内环境的干燥。抽风功能既不制冷也不制热，只是使室

内空间中的空气产生一定的流动、流通。两种功能都能防止衣物发霉。D项正确，生石灰具有很强的吸

水性，是采用化学吸收法除去水蒸气的常用干燥剂。将石灰用布或麻袋包装起来，放在房间的角落，可

以有效吸收空气中的水分，防止房间内衣物发霉。故本题选 B。

48.【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A 项正确，《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绘画画卷作品。B项错误，《上阳台

帖》是唐朝李白所作，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C 项错误，“瓷母”即清乾隆年间烧制的各种釉彩

大瓶。D项错误，三羊尊为商代所制，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尊。故本题选 A。

49.【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在巨鹿之战中，项羽下令“破釜沉舟”，以示军士死战之决心，A项错误。在官渡之

战中，袁绍与曹操军队在官渡展开水战，曹操利用“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击退袁军，B项错误。淝水

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之一，东晋以八万军力大胜前秦八十余万军队告终，C项正确。

在长平之战中，赵国中秦国反间计，以赵括代替廉颇出战，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最终令赵国大败，

D项错误。故本题选 C。

50.【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A项正确。1775 年春，英军与北美民兵在莱克星顿交火，标志着北美独立战争开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C%E8%B5%B7%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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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错误。1789 年 7 月 14 日，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爆发，C 项错误。1945 年 5

月 8 日，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D项错误。故本题选 A。

51.【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A项错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是巴西高原，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

其平均海拔为 4500 米。B 项错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是我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撒哈拉沙漠是世

界上面积最大的沙漠。C 项正确。D项错误，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智利是世界上出现震级最

高的国家，1960 年的智利大地震，又称为瓦尔迪维亚大地震，是观测史上记录到规模最大的地震，其

矩震级为 9.5 级。故本题选 C。

52.【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A 项正确。B 项错误，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依据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

态势一般划分为四级：Ⅳ级（一般）、Ⅲ级（较重）、Ⅱ级（严重）、Ⅰ级（特别严重），依次用蓝色、

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C项错误，雷电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雷电黄色预

警信号表示 6 小时内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雷电橙色预警信号表示 2小时内发

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很大，或者已经受雷电活动影响，且可能持续，出现雷电灾害事故的可能性比较大。

D项错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表示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 35℃以上，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表示 24 小时

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37℃以上，因此题干所示天气状况可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故本题选 A。

53.【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出自杜甫的《望岳》。泰山别名为岱，居五岳之首，故

又名“岱宗”，因此 A 项对应错误。其他三项均正确。故本题选 A。

5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用锅盖盖着起火的油锅，燃烧的油火会因缺氧而熄灭，A项正确。洗完头经常不擦干

就直接入睡的人易产生头晕、恶心等不良症状，B项正确。肥皂涂抹过多时，衣物表面会覆盖一层油脂，

使水难以渗透，反而洗不干净，C项错误。科学家经测定发现，室温在 20～25℃时人的睡眠质量最好，

超过 28℃或者低于 15℃时，人的入睡时间会推迟，且睡眠质量不稳定，D项正确。故本题选 C。

55.【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诊脉时患者取坐位或正卧位，手臂放平和心脏近于同一水平，直腕，手心向上，并在

腕关节背垫上布枕，以便于切脉。不正确的体位会影响局部气血的运行而扰乱脉象。D 项说法不正确。

故本题选 D。

56.【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C 项错误，2018 年 4 月，“向阳红 18”号科考船搭载了 31 套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海燕-4000”米级水下滑翔机和“海燕-10000”米级水下滑翔机下潜。这次任务共完成了 18

个剖面的下潜观测，其中有 3 个下潜深度超过 4000 米的观测剖面，最大深度达到了 8213 米，刷新了世

界纪录。A、B、D三项均正确。故本题选 C。

57.【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影响和制约的

作用，但是并不起最主要的决定作用，A项说法错误，C项说法正确。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B项说法错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D项说法错误。故本题选 C。

5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A、C项正确。西方第一部印刷本的算术书《特雷维索算数》诞生于 1474 年，B 项正

确。黄金分割点是指把一条线段分割为两部分，使其较长部分与全长之比等于较短部分与较长部分之比。

其比值是一个无理数，用分数表示为（ 5 -1）/2，取其前三位数字的近似值是 0.618，D 项错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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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选 D。

59.【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C项对应错误，大数据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

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

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具有大量、高速、多样、低价值密度、真实性等特征。A、B、D三项均对应正

确。故本题选 C。

60.【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B项说法错误，根据《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基于互

联网协议第四版（IPv4）的全球互联网面临网络地址消耗殆尽、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等制约性问题，IPv6

能够提供充足的网络地址和广阔的创新空间，是全球公认的下一代互联网商业应用解决方案。A、C、D

三项均正确。故本题选 B。

6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老街是古镇的组成部分，B 项佛堂是山寺的组成部分。A、C、D 项后者均不是前者的

组成部分，排除。故本题选 B。

62.【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借阅是图书馆的主要功能，“图书馆”为真实场所，D 项就诊是医院的主要功能，“医

院”为真实场所。A 项餐厅的主要功能是就餐，排除；B 项考场的主要功能是考试，排除；C 项在职场

奋斗，但职场是一个抽象场所，排除。故本题选 D。

63.【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权利和义务二者为反义关系，义务和责任二者为近义关系，D 项茂盛和荒芜二者为反

义关系，荒芜和荒凉二者为近义关系。A 项凤梨、香蕉和芭蕉为并列关系，排除；B项天上、地下和地

上三者为并列关系，排除；C 项闻名和著名二者为近义关系，平凡和著名二者为反义关系，与题干逻辑

关系不符，排除。故本题选 D。

6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玫瑰和百合为并列关系，二者均可用来制作香包；C 项塑料和搪瓷为并列关系，二者

均可用来制作水壶。A 项棉花是制作枕芯的原材料之一，排除。B 项汉堡和披萨为并列关系，排除。D

项相框和相册不是制作照片的原材料，排除。故本题选 C。

65.【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小脑主要用来控制和协调运动，且是脑的一部分；C 项 GPU 主要用来进行图形处理与

运算，且是电脑的一部分。A 项制动是刹车片的功能，刹车片是刹车装置的一部分，但前两个词与题干

位置不一致，排除；B项种花不是锄头的功能，排除；D 项常识不是书籍的功能，排除。故本题选 C。

66.【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古籍蕴藏知识，古籍被珍藏在图书馆；A 项牛奶富含营养，牛奶被贮藏在冷藏室。故

本题选 A。

67【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美轮美奂”可以形容建筑，D 项“价值连城”可以形容文物。A项“秋高气爽”形

容秋天的天气；B 项“举重若轻”比喻能力强，能够轻松地胜任繁重的工作或处理困难的问题；C项“日

上三竿”形容太阳升得很高，时间不早了。故本题选 D。

6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选项逐一代入。A项，梅花在冬天开放，荷花在夏天开放，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

B项，大雁和燕子均在秋天南飞，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C 项，立秋和处暑均是秋季的节气之一，前

后关系不一致，排除。D项，重阳节在秋天，端午节在夏天，前后关系一致。故本题选 D。

69.【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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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选项逐一代入。A 项，海蜇俗称水母，苹果和樱桃为并列关系，前后关系不一致，排

除。B 项，海星和海蜇为并列关系，苹果和柠檬为并列关系，前后关系一致。C 项，海蜇生活在海洋里，

苹果生长在果园里，但前后词语位置相反，排除。D 项，海蜇和植物无明显联系，苹果是一种水果，排

除。故本题选 B。

70.【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选项逐一代入。A项，除湿机用于干燥空气，电饼铛用于烹饪食物，前后关系一致。

B项，除湿机用于除湿，食物用于充饥，但前后词语位置相反，排除。C 项，除湿机和电暖器为并列关

系，电冰箱用于保鲜食物，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D项，风扇是除湿机的组成部分，蔬菜是一种食物，

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本题选 A。

71.【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防卫过当”的定义要点是“防卫行为超越了法律规定的防卫尺度，造成重大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的情形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

绑架等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满足要点，且应在“不属

于防卫过当”情形之外。A 项“推搡过程中”不属于防卫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排除。B项“绑架过

程中回击致人贩子死亡”符合“不属于防卫过当”的情形，排除。C项“致其受轻伤”没有超过法律规

定的防卫尺度，不属于防卫过当，排除。D 项“反击用刀杀死同学”符合定义要点，且在“不属于防卫

过当”的情形之外，属于防卫过当。故本题选 D。

72.【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托雷斯现象”的定义要点：①在前东家最高产的足球前锋；②以惊人身价换东家；

③状态一跌不起。A 项“明星球员”符合①，“5000 万英镑”符合②，“表现却每况愈下”符合③，属

于托雷斯现象。B 项“NBA 明星球员”不符合①，不属于托雷斯现象，排除。C 项“问鼎联赛冠军”没

有体现其状态一跌不起，不符合③，不属于托雷斯现象，排除。D 项没有体现该球员以惊人身价换东家，

不符合②，不属于托雷斯现象，排除。故本题选 A。

7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二八现象”的定义要点是“重要因子只占少数，不重要的因子则常占多数，但控制

重要的少数即能控制全局”。A 项不能体现“冷门书籍”的总量占所有书籍中的少数，因此不能判定其

属于二八现象，排除。B项“‘双十一’活动创造惊人的销量”仅能表明天猫当天的销量庞大，并不能

证明该天销量占据全年整体销量的大部分，因此不属于二八现象，排除。C项指出失去一位业务经理后，

全公司的业绩受到极大影响，体现出重要的少数具有控制全局的力量，符合二八现象，当选。D项“顶

级推销员”并未体现“重要的少数”，不属于二八现象，排除。故本题选 C。

74.【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定义要点：①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

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②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A项“失恋”不符合①，

排除。B 项“过失杀人后”符合①，“彻夜难眠，行为变得怪异”符合②，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C 项

“心有余悸”不属于精神障碍，不符合②，排除。D项“以泪洗面”不符合②，排除。故本题选 B。

75.【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木僵”的定义要点：①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不动，言语活动和动作行为处于完全

的抑制状态；②木僵解除后，病人可回忆；③可见于器质性脑病、分裂症（特别是紧张型）、抑郁症、

癔症性精神病和急性应激反应。A 项“紧张”符合③，“僵直不动”符合①②，属于木僵，排除。B 项

“昏迷状态”病人无法回忆发病期间发生的事情，不符合②，不属于木僵。C 项“癫痫患者”符合③，

“缺乏反应”符合①②，属于木僵，排除。D 项“抑郁症”符合③，“浑身僵硬，不能言语”符合①②，

属于木僵，排除。故本题选 B。

76.【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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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预期违约”的定义要点：①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②一方虽无正当理由但明确表

示不履行合同或行为表明不可能履行合同。A 项“身染重疾住院治疗”即其行为表明该艺人不可能履行

该合同，属于预期违约，排除。B 项“乙公司供货后”即合同已经开始履行，不符合①，不属于预期违

约。C项“丁单方面声明不履行该合同”符合定义要点，属于预期违约，排除。D 项“因生产线故障”

即客观原因导致其不能履行合同，属于预期违约，排除。故本题选 B。

7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居间合同”的定义要点：①合同标的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介绍订约的劳务；②居间

人是中间媒介人；③有偿合同。A 项“房屋买卖合同”标的是房屋，不是介绍订约的劳务，不属于居间

合同，排除。B 项“介绍所”为中间媒介人，符合②；“签订合同约定事后收取 2000 元介绍费”标的

是介绍订约的劳务，为有偿合同，符合①③，符合定义要点，属于居间合同。C、D 项均未签订合同，

不符合定义要点，不属于居间合同，均排除。故本题选 B。

7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生物人”的定义要点：①原始的、未开化的动物天性的人；②没有经历社会学习过

程；③与社会发生了隔离。A 项“仅会七八个单词”不符合①②，排除。B项“20 岁时乘船”不符合①

②，排除。C 项“小学毕业”不符合①②③，排除。D 项“送入育儿箱”符合①②③，属于生物人。故

本题选 D。

79.【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同辈群体”的定义要点是“由一些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

方面较为接近的人所组成的一种非正式初级群体”。A 项“有老人也有青年”不属于年龄接近的人，不

符合定义要点，排除。B 项“喜欢民乐的同学结成乐队”符合定义要点，属于同辈群体。C项“业务代

表”与“数位公司老总”不属于社会地位较为接近的人，不符合定义要点，排除。D 项“爱学习”与“不

爱学习”不属于态度较为接近的人，不符合定义要点，排除。故本题选 B。

80.【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外部学习动机”的定义要点是“由外部诱因所引起的”。A 项小明是自己想证明哥

德巴赫猜想，是由自己需要引起的动机，属于内部学习动机；B、C 项均未体现“动机”；D 项小白为获

得父母的奖励而认真学习，其学习动机是由外部诱因引起的，符合定义。故本题选 D。

81.【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题干第一组图形均为一笔画图形，第二组图形均为两笔画图形，只有 A 项符合。故本

题选 A。

82.【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九宫格中，第一行均为纯曲线图形，第二行均为纯直线图形，第三行均为直曲混合图

形，只有 B 项符合。故本题选 B。

83.【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①④⑥图形均为轴对称图形，②③⑤图形既是轴对称也是中心对称图形。故本题选 D。

84.【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左边的立体图可知，正面和右面的对角线交点是立体图形中三面的公共点，B、C

项不符合，排除；立体图中的顶面正下方应是正面图形，D项不符合，排除。故本题选 A。

85.【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①③④图形中任意两个封闭空间之间都没有公共边，②⑤⑥图形中相邻两个封闭空间

均存在公共边。故本题选 C。

86.【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题干论点：补充健康的肠道菌群可以预防帕金森病。论据：最新研究发现，肠道菌群

跟帕金森病的发病有关。A项指出帕金森的致病蛋白主要由有害菌产生，而有害菌只能通过抗生素灭杀，

即补充健康的肠道菌群无法预防帕金森病，最能削弱题干论点；B 项并未指出肠道菌群变化导致运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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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变化的方向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能削弱题干论点，排除；C 项“补充有益菌的小白鼠比没补充有益菌

的小白鼠患帕金森病的概率低”即通过举例证明题干论点，属于加强项，排除；D 项属于无关项，排除。

故本题选 A。

87.【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题干论点：吸食电子香烟将严重危害肺部健康。论据：研究发现，和普通香烟所造成

的典型后果一样，吸食电子香烟会增加人体内对肺部健康不利的物质。A、D 项均削弱论点，排除。B

项属于无关项，排除。C项说明吸食电子香烟确实会对肺部健康造成影响，最能支持论点。故本题选 C。

8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假设紫球放在 4 号抽屉里，则根据（1）“黄球放在绿球和紫球后面”可知黄球放在

5号抽屉里，那么红球和绿球只能放在前三个抽屉里，不可能满足（2）“红球和绿球之间隔着两个抽

屉”。因此紫球不可能放在 4 号抽屉里。故本题选 D。

89.【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题干可翻译为：①甲去看电影∨甲去登山；②乙去逛街→甲去看电影；③甲去看电影

→丙去看电影或丁去看电影。已知甲这周末并非可能去登山，即甲必然不去登山，由①可知甲去看电影，

排除 B 项；甲去看电影，肯定②的后件，不能推出乙是否去逛街，排除 A 项；C 项等价于“乙必然不去

逛街”，无法推出，亦排除；已知丁不去看电影，甲去看电影，由③可知丙去看电影，D项等价于“丙

必然去看电影”，正确。故本题选 D。

90.【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业内人士戏言：终于轮到编辑“下岗”了。论据：某电商平台推出了名为“莎士比亚”

的 AI 写作系统，一秒钟可以“写”出千条文案。A、C 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业内人士的戏言，排除。B

项说明该系统仅仅是对稿件进行删减和截取，对于编辑需要做的其他工作，该系统还不能做好，即编辑

还不能“下岗”，最能反驳业内人士的戏言。D 项指出该系统的应用范围，说明在商品文案写作和系统

页面排版方面，编辑可能会“下岗”，其他方面情况不知，削弱力度不及 B 项。故本题选 B。

9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题干研究人员根据在柯伊伯带区域发现一颗小行星，推出这一发现可以为研究太阳系

形成早期情况提供证据，这二者之间无直接联系，则需要在“发现一颗小行星”和“太阳系形成早期情

况”之间“搭桥”，B项指出这颗小行星被认为保存有 46 亿年前太阳系形成时的信息，符合要求。A、

C、D项均不能“搭桥”，均排除。故本题选 B。

92.【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题干信息可翻译为：①按时完成任务∧无迟到、早退现象→获得全额绩效奖金；②当

月没有请假∨无迟到、早退现象→获得全勤奖金；③优秀员工候选人→获得全勤奖金；④优秀员工→对

公司有重大贡献。A项“全勤奖金被扣”否定②的后件，可以推出否定前件，即“当月有请假∧有迟到、

早退现象”，正确；B 项肯定①②的后件，不能推出必然性结论；C 项否定④的后件，只能推出不能成

为优秀员工，无法推出“不能成为优秀员工候选人”；D项肯定②的前件，可推出“获得全勤奖金”，

“获得全勤奖金”肯定③的后件，不能推出必然性结论。故本题选 A。

9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由“无人店今后或将以超过日本和欧美的速度发展”可知中国无人零售店的发展速度

还未超过日本和欧美，A 项不能推出，排除。题干并未提及实体零售店受电商挤压，B 项不能推出，排

除。由“中国无人零售店的普及仍面临技术层面的课题”可推出 C 项。题干未提及消费者更注重零售店

的服务质量，D项不能推出，排除。故本题选 C。

9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题干论点：我们未见过外星智慧文明是因为外星智慧文明很少甚至不存在。A项指出

“只有地球上才能发展出文明”，支持论点，排除。B 项说明外星智慧文明很可能还没有诞生，支持论

点，排除。C 项说明不是外星智慧文明很少甚至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技术落后，因而发现不了他们的

踪迹，不能支持论点。D 项说明大多数外星智慧生命还未发展到文明阶段就已经灭绝，支持论点，排除。

故本题选 C。

95.【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专家的观点：2017 年全球上层 2000 米海洋热含量数据表明了全球变暖是无可置疑的

事实。A 项说明海洋变暖范围广，有一定的加强作用。B 项属于无关项，排除。C 项不能说明全球变暖

的情况，不能加强专家的观点，排除。D项说明全球海洋热含量增加能够表明全球变暖这一事实，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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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专家的观点，且力度大于 A 项。故本题选 D。

96.【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第一段可知，2017 年云南省 GDP 比贵州省高
83.13540

83.1354034.16531 
×100%≈

13500
1350016500 

×100%=
135
30

×100%≈22.2%，C 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C。

97.【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第一段和比重变化公式
M
N

×
b%1
%%


 ab

×100%可知，2017 年云南省基础设施

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变化了
89.18474
87.7364

×
%3.321
%18%3.32




×100%≈
18500
7400

×
32.1
14.0

×100%≈4.2%，即

上升了 4.2 个百分点，A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A。

98.【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第二段可知，2016 年贵州省装备制造业投资额为
%9.341

49.476


亿元，太阳能发

电投资额为
%0.1081

49.55


亿元，前者是后者的
%9.341

49.476


÷
%0.1081

49.55


=
49.55
49.476

×
349.1
08.2

≈
55
480

×
35.1
1.2
≈

13.6 倍，A 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A。

99.【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第一段可知，2017 年贵州省 GDP 同比增量为
%2.101
83.13540


×10.2%亿元，云南省

为
%5.91
34.16531


×9.5%亿元，重庆市为

%3.91
27.19500


×9.3%亿元，陕西省为

%81
81.21898


×8%亿元。云南省与重庆

市增速相差不大，云南省 2017 年 GDP 小于重庆市，则重庆市 GDP 同比增量大于云南省，排除 B 项。

%2.101
83.13540


×10.2%＜

4.1
14000

×0.14=1400 亿元，
%3.91
27.19500


×9.3%≈

093.1
19500

×0.093≈1659.2 亿元，则重

庆市 GDP 同比增量大于贵州省，排除 A 项。最后比较重庆市和陕西省，
%81
81.21898


×8%＜

08.1
22000

×0.08

≈1629.6 亿元＜1659.2 亿元。因此 2017 年 GDP 同比增量最大的是重庆市。故本题选 C。

100.【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只能知道 2017 年全国 GDP 同比增长 9.5%-2.6%=6.9%，2016 年数据无法得知，

A 项错误。根据材料可知，2016 年云南省全省服务业增加值为
%5.91
08.7833


亿元，2016 年云南省 GDP 为

%5.91
34.16531


亿元，前者占后者的比重为

%5.91
08.7833


÷

%5.91
34.16531


×100%=

34.16531
08.7833

×100%＜
16000
8000

×

100%=50%，B 项错误。材料只给出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投资项目，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贡献最大的项目不

得而知，C项错误。根据材料最后一段可知，2016 年云南省实现旅游业总收入为
%46.461

23.6922


＜
4.1

7000
=5000

亿元，D项正确。故本题选 D。

10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文字材料可知，2017 年 Z 省货物出口 19446 亿元，占全国的 12.7%，则 2017 年

全国货物出口总额为
%7.12

19446
≈153000 亿元=15.3 万亿元。故本题选 B。

102.【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文字材料可知，2017 年 Z 省货物出口 19446 亿元，同比增长 10.1%，进口 6158

亿元，同比增长 35.6%，则 2016 年 Z 省货物出口为
%1.101

19446


≈
1.1

19400
≈17600 亿元，进口为

%6.351
6158


≈
35.1

6200
≈4600 亿元。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为贸易顺差，排除 B、D 项。因此 2016 年 Z 省货物进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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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顺差 17600-4600=13000 亿元，A 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A。

10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文字材料可知，2017 年 Z 省机电产品出口 8412 亿元，同比增长 12.3%，则其同

比增长量为
%3.121

8412


×12.3%≈

8
11

8412


×

8
1
=

9
8412

≈935 亿元，C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C。

10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表格可知，2017 年 Z 省对欧盟出口额同比增速（9.6%）＞对日本出口额同比增

速（7.7%），A 项错误。2017 年 Z 省对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速（7.7%）＞对中国香港出口额同比增速（-9.9%），

B项错误。2017 年 Z 省对中国香港出口额同比增速（-9.9%）＜对中国台湾出口额同比增速（9.1%）＜

对欧盟出口额同比增速（9.6%），C项正确。2017 年 Z 省对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速（7.7%）＜对东盟出口

额同比增速（7.9%），D项错误。故本题选 C。

105.【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根据文字材料可知，2017 年 Z 省机电产品出口 8412 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1260

亿元，前者超过后者
1260
8412

-1≈5.7 倍，A 项错误。根据表格可知，2017 年 Z 省对主要市场货物进口额

同比增速大于 Z 省货物进口总额同比增速（35.6%）的国家或地区只有 1 个（东盟），B 项错误。根据

表格可知，2016 年 Z 省对韩国货物出口额为
%1.131
4.503


≈445 亿元，进口额为

%1.321
2.535


≈405 亿元，出

口额大于进口额，为顺差，C项错误。根据文字材料可知，2017 年 Z 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出

口6303亿元，同比增长9.2%，则2016年Z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出口额为
%2.91

6303


＜
06.1

6360
=6000

亿元，D项正确。故本题选 D。

106.【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柱形图可知，2011 年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32363 亿元，2016 年为 47251 亿元，

则题干所求为
5
3236347251

≈
5
3240047300 

=
5

14900
=2980 亿元，B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B。

10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柱形图和折线图可知，2017 年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51768 亿元，2011 年为 32363

亿元，同比增长 9.0%，则 2010 年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91

32363


亿元。因此题干所求为 51768÷
%91

32363


≈

32300
09.151800

≈1.7 倍。故本题选 B。

108.【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可知，2017 年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51768 亿元，第三产业占比 52.7%，房地

产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11.2%，则 2017 年该省房地产业增加值为 51768×52.7%×11.2%≈52000

×53%×11%=3031.6 亿元，C 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C。

109.【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根据柱形图可知，增长量最多的应在 2016 年和 2017 年之间，2016 年增长量为

47251-42886=4365 亿元，2017 年为 51768-47251=4517 亿元。比较可知，增长量最多的年份为 2017 年。

故本题选 D。

110.【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折线图可知，2014 年该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7.6%）小于 2013 年（8.2%），

A 项错误。根据柱形图可知，2017 年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51768 亿元，同比增长 7.8%，按照此增速，

则 2018 年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51768×（1+7.8%）＞51700×1.07=55319 亿元=5.5319 万亿元，B 项正

确。根据饼状图可知，2017 年该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3.9%，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 52.7%×4.5%≈2.4%＜3.9%，C 项错误。根据饼状图可知，2017 年该省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的增加值之和占比为 11.2%+12.5%=23.7%，大于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占比（22.8%），D 项错误。故本题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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